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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關於「佔中」案的判詞雖然長達 268 頁，但其中的核心和要義就是 4 個字：尊重法
治。法庭裁定「佔中」搞手有罪，就是基於「佔中」的違法事實。法庭判詞明確指出「公
民抗命」的本質就是違法，並對「違法達義」一類歪論撥亂反正，就是要告誡社會：尊重
法治。「佔中」搞手把衝擊法治的行為包裝和美化，自我打造「英雄光環」，就是要迷惑
青年、將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引入歧途。對於他們的「英雄」假面具，必須拆穿。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包括 3 名發起人在內的「佔中」
九搞手各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
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
不同罪名，區域法院裁定全部均有控
罪成立。這次判決，不僅是依法懲
罰「佔中」搞手，更意味着「公民
抗命」 、「違法達義」 等連串謬論的破產。

判決傳遞表達意見須守法信息
「佔中」搞手一一定罪，法庭判決第一要義是尊
重法治。今次判決最值得細讀的重要信息，就是言論
自由、表達意見必須守法，不可以任何理由任意妄
為。法庭判詞指出，不論是原先構思的「佔領中
環」，還是實際發生的「佔領」行動，都是以違法方
式，不合理堵塞公眾地方，當9人所「號召」的行動
長時間影響到他人權利及帶來不便，其實已超越言論
和集會自由的合理界線，足以構成公眾妨擾。
事實上，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
同時有明確的法例規定：意見和發表的自
由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
務，不能抵觸有關事項，包括尊
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
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
公共衛生或風
化 。

今次判決，認定「佔中」搞手行為越過法治界線，
損害他人及公眾權利。試想，如果人人都仿效 9
人，自恃所謂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而拒
絕遵紀守法，肆意進行危害社會秩序的行動，損害
了他人的權利，法治核心價值只會蕩然無存，香港
社會只會陷於一片紛亂中。

次「佔中 9 人」案的法庭判詞，再次明確了一項準
則：「公民抗命」的本質就是違法，「佔領」行動
屬嚴重罪行，「公民抗命」不能開脫罪責，尊重法
治始終是法庭堅守的基本信條。

法庭堅守法治信條

必須指出， 「 違 法 達 義 」 思 想 禍 延 年 輕 一
代，影響非常惡劣。對於「佔中」搞手將自己
打扮成「英雄」的假面具必須拆穿。在本案裁
決前，各被告已先為自己的罪行做粉飾工作，
為自己的下場營造無悔無咎的英雄形象，法治
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不值一哂的觀念；直到裁決
罪成後，各被告仍表達一種「慷慨激昂」的
「英雄」姿態。然而，只看「佔中」後的幾年
間，不少年輕人聽信「違法達義」參與多起違
法衝擊行動，淪為政治炮灰，身陷囹圄，前途
盡毀，就清楚知道，「佔中」搞手把衝擊法治的
行為包裝和美化，自我打造「英雄光環」，就是
要迷惑青年、將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引入歧
途。社會不想再有其他年輕人被「佔
中」搞手的巧言蒙騙，就應該拆穿
他們做「民主英雄」的面
具，加強社會的法治觀
念。

法庭判詞嚴斥「公民抗命」，對「違法達義」
一類歪論撥亂反正，告誡社會尊重法治。在長達
200 多頁的判詞中，法官闡釋、釐清了包括「公民
抗命」等多個重要法律概念，從多方面對「佔中」
和戴耀廷等人的行為作出分析後表明，「公民抗
命」不適用作刑事罪行的抗辯，批評被告以錯誤的
準則衡量「佔中」對公眾的影響，甚至直斥：如果
他們認為彈指之間可以令政府推出符合其要求的普
選方案，或者政府作出正面反應就能夠令數以萬計
的示威者一夜之間散去，想法都是天真。回看 79
日亂局發展至後來的旺角暴動，廣大市民大受其
害，起因都在「違法達義」鼓動違法，以所謂「公
民抗命」之名行損害香港整體利益的違法之實。
回顧法庭的多次判決，都強調「公民抗命」不
是抗辯理由。2017年11月，13名示威者因參與反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被上訴庭改判監禁，上訴
庭頒下判詞，強調所謂「公民抗命」涉及犯法手
段，違反基本法，不能作為開脫罪行的解釋。今

拆穿「佔中」搞手「英雄」假面具

陳方安生賣港求榮，良心何在？

「佔中」
案判決第一要義是尊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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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的老朋友好老師 ──王敏剛先生
姚祖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2019 年 3 月 11 日，我十分敬重的前輩王敏剛先
生，在香港與世長辭。當時我正在北京開兩會，乍
聞噩耗，內心悲痛無法言表，真的不願相信，這位
幾天前還在病榻和我們討論人大工作的老朋友，就
這麼突然地離開了我們。近一個月來，我時常回憶
起過去與王生相處的點點滴滴，音容宛在，天人永
隔，忍不住潸然淚下。

良師益友令人敬佩

香港法治依舊穩如磐石
Richard Cullen
近日，英國外交大臣向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提交了最新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該委員
會對報告作出了回應，就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的 21
年間的發展表示關注。委員會的回應提及了《中英
聯合聲明》、香港的自治與法治。
通過可靠的國際評估來了解香港的法治現狀不
失 為 一 個 好 方 法 。 根 據 世 界 正 義 工 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公 佈 的 最 新 全 球 法 治 排 名 指
數 ， 香 港 在 126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中 名 列 第 16
位，遜於英國（第 12 位）但高於法國（第 17
位 ） 和 美 國 （ 第 20 位 ） 。 透 明 國 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佈的《二零一八年清廉
指數》中，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14位，低於英國的第11位，但高於法國的第21位
以及美國的第 22 位。在回歸中國 20 多年後，香港
的排名依然能緊跟甚至超過這些富裕的第一世界的
民主國家。
英國議會的回應指稱，來自北京的壓力已經影
響到香港的法治。這並不令人意外，港英時代留下
的寶貴遺產現在可是由北京所看管。英國議會外交
事務委員會的回應正是基於這一既定觀點。
首先要指出的是，香港的法治完善且牢 固 ， 如
此健全的法律制度怎麼會被描繪為脆弱的花
朵？如果北京懷有政治惡意，英國方面作這樣

的論斷尚且說得通，否則英國的說法就是完全
充滿偏見的。
除了前面引用的世界正義工程和透明國際的數
據之外，另一個衡量法治效力的關鍵指標是市民在
日常生活中免於恐懼的程度。這是在特定轄區內和
平生活，生命、肢體以及財產在所有公共（和私
人）空間裡不受到威脅的基本自由。以這個指標來
看，香港的表現也值得稱讚。兇殺率是衡量免受恐
懼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據悉，香港的謀殺率在
217 個司法管轄區內排名第 209，處於全球最低的
5％中。英國的謀殺率是香港的 2.5 倍，澳大利亞
是香港的 3 倍，新西蘭是香港的 2 倍，而美國的謀
殺率則為香港的11倍。
經濟學人智庫（EIU）發佈的國際安全城市指數
從國際專業人士（銀行家、律師等）的角度，而不
是普通當地居民的視角出發。香港在該國際安全城
市指數之中排名第 9，在某些類似的調查中排名甚
至更為理想。香港最近被美國某調查評估評為全球
最安全的旅行目的地（安全程度超過新加坡和日
本），是一個「無論男女，在任何時間走在任何街
頭都無需擔憂」的地方。美國國務院也將香港列為
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美國諮詢公司蓋洛普
(Gallup)2018 年《全球法律與秩序》報告聚焦城市
安全問題，香港在 142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6

位，高於英國的第21位。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無家可歸之人的數量。
香港有750萬居民，滿足所有居民的住房需求對香
港而言是巨大的挑戰。香港官方公佈的無家可歸者
的人數低於 1,200 人，而學術研究顯示，無家可歸
之人至少有 2,000 人。對比之下，新西蘭的無家可
歸人數在官方數據中是 4,000 人，在學術研究中高
達 41,000 人（新西蘭人口為 480 萬人）。以最低
數字計算，新西蘭的無家可歸比率是香港的三倍以
上。按最高數字計算，新西蘭的比例則是香港的
32倍，而澳大利亞是香港的 18倍。香港有超過 80
萬個公租房單位（不包括迄今已售出的居者有其屋
計劃中的 46 萬個單位），香港的人均公租房數量
是新西蘭的 9 倍，是澳大利亞的 7 倍。在新西蘭和
澳大利亞，公屋租金通常佔租戶總收入的 25％
（或更多），而在香港則為10-15％。
上面提出的疑團現在解開了。香港的法治水平
是世界一流的，是穩如磐石的，並不是易被摧殘的
花骨朵。儘管如此，就算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英
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今後仍會繼續發佈有關香
港的不實報告。
註：作者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客座教授。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

應平心靜氣務實看待逃犯條例修訂

上世紀 80 年代，我在香港中學畢業後，到美國
加州柏克萊大學唸書，與這位多年前畢業的「王師
兄」雖未謀面，但已深感敬佩。那時王生已是知名
的愛國實業家，在內地改革開放伊始，就北上廣東
興建酒店、碼頭，成為首批參與內地港口建設的港
商。上世紀 90 年代，他又響應國家「開發大西
北」的號召，遠赴甘肅敦煌考察，建起當地第一間
五星級酒店──敦煌山莊。
王生的家國情懷，深深感染了我。加上在美國
期間，我深深體會到中國人在外國，總是受欺負，
決定一定要回祖國發展，做個愛國「番書仔」。
90 年代初期，我畢業回港發展。這麼多年來，
有幸多次與王生共事，他不僅是我的榜樣，更是我
的良師。我們曾一同參加香港青年總裁協會、香港
青年工業家協會舉辦的活動，為香港青年發展出
力，每次與王生交流，我都獲益良多。
1997 年，長江三峽工程截流前夕，香港青年總
裁協會舉辦了遊三峽活動。王生帶着我們坐船沿長
江而下，從重慶去到湖北武漢，那是我第一次認識
祖國，認識祖國河山之壯麗。
2004 年，我有幸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而王生正是該獎的首屆得主。
2012 年，我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王生又是我
的「老前輩」，教了我許多。王生自 1993 年起，

連續六屆擔任全國人大
代表，對這個職務一直
抱有極大的熱情和極強
的責任心，令我非常敬
佩，也更加努力，向王
生學習，實實在在做些
利港利民的事情。
20 多年前，人民大會
堂香港廳重建，王生對
此特別熱心，找來許多
愛國愛港的有心人幫
忙，將香港特色融入大
會堂建築，盡展「東方
明珠」風貌，令700萬港
人在祖國的最高議政殿
堂有了一席之地。如
今，香港廳重修在即，
我也要出一分力，繼承
■筆者和王敏剛先生（左）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合影。
王生的遺願，薪火相
別式，現場播放的照片和影片，回顧了他為國為港
傳。
作為最資深的港區人大代表之一，王生一直認 的一生。其中一幕是，他在「一帶一路」市長會議
真履行職責，從一件事上可見一斑。他非常重視會 上，用流利的英語，向國際社會介紹我們的祖國。
議出席率，今年兩會前夕，他已覺身體不適，但仍 我一邊看，一邊流淚，既自豪，又難過。從當年的
堅持到北京，拖着病體報到，令人動容。最後他的 改革開放、開發大西北，到近年的「一帶一路」倡
身體情況實在不樂觀，在醫生建議下，才返港治 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王生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
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療。
在我心裡，王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更是一
他身在病榻，仍掛心人大工作，我 3 月 4 日曾去
看望他，聊了大約半小時，他還同我提起今年港區 位卓越的先行者。他一生堅持愛國愛港，熱心服務
人大代表去新疆考察的活動，討論要去什麼地方。 社會，推動改革開放，捍衛「一國兩制」，為國
家、香港、青年發展傾盡心力，鞠躬盡瘁，是我們
萬萬沒想到，那竟是我與老大哥的最後一面。
後輩最好的榜樣。
為國為港鞠躬盡瘁
我深深地懷念這位老朋友、好老師，再次向王
3 月 19 日，我懷着沉痛的心情出席了王生的告 敏剛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楊正剛
陳方安生和兩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莫乃光早前訪美，向美方反映本港修訂逃犯條
例及香港人權、自由的狀況。3 人返港後立即
散播「《香港政策法》已亮起紅」的消息，並
強調香港不應判斷挑戰美國底線。此次 3 人借
反修訂逃犯條例之機，去美國告洋狀，充當美
國的傳聲筒，為反中亂港「跑龍套」、效犬馬之
勞。3人享受着香港納稅人支付的豐厚奉祿，都曾
經發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如今以
抹黑國家、出賣香港為榮，挾洋自重，對不對
得起700萬港人？有無違背諾言？良心何在？
陳方安生是「過氣政客」，反對派聲勢亦每
況愈下。從「佔中」失敗到近年反對派的遊行
人數和籌款數字不斷下跌，直至近期多場補
選，反對派接連敗陣。現實告訴反對派，廣大
香港市民已經不買他們的賬，越來越反感反對
派的政治化炒作，撕裂社會，阻礙經濟民生發
展，主流民意與反對派越行越遠。
包括陳方安生在內的反對派心知肚明，在香
港已沒有多少市場，抱緊美英大腿，為老闆出
力，已成了反對派展示政治能量、欺騙港人的
唯一本錢。特別是在當前中美貿易戰持續的情
況下，美國千方百計壓制中國崛起，打「香港
牌」被美國視為干擾中國的一張好牌。借反修
訂逃犯條例的機會，陳方安生這位昔日港英悉
心栽培的「舊電池」，雖然已沒有多少能量，
但還是要把所剩無幾的政治價值榨出來，不辭勞
苦，帶着兩個小輩，借訪美證明反對派在國際上仍
有不容小覷的政治能量，以自抬身價；更重要的
是，通過他們的口攻擊香港的人權自由，詆毀
「一國兩制」，為美國發放向中央和特區政府
施壓的信息，充當美國打「香港牌」的棋子，
這向來就是陳方安生等反對派的看家本領。
陳方安生3人訪美之行獲「高規格接待」，天
下無免費午餐，他們當然要投桃報李，回港後立
即召開記者會，默契配合美國威脅特區政府、攻
擊中央。美國國務院在上月發表的《2019年香
港政策法案報告》，延續香港的特殊待遇，但同
時批評中央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陳方安生就認
為，雖然優惠待遇得以保留，「但都有亮起紅
燈」；她更揚言，美國國會將密切留意香港情
況，「一旦他們覺得『一國兩制』受到削弱，人
權、自由、法治是繼續有衝擊，他們可能重新考
慮。」莫乃光還引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
話，指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香港事務立場相同，
希望兩黨合作下多關注香港，強調香港不應判斷
或挑戰美國底線。
真是可笑，陳方安生曾經在特區政府身居高
位，又半路出家當過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莫
乃光更是現任立法會議員。3 人在就職時，都
發過誓效忠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區，為港人盡忠職守。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堵
塞法律漏洞，這是香港事務、中國內政，美國
對此沒有任何權力和角色指手畫腳，陳方安生
等人有什麼道理向美國政府和國會反映情況？
他們當自己是美國的政客、把香港當作美國的
城市嗎？這樣做有沒有違背諾言？請問，「香
港良心」，良心去哪裡了？
這正應驗了外部勢力與本港勢力勾結，危害
國家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如果真的如他
們所願，美國真的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陳方
安生之流會受廣大香港市民的感激，還是被唾
罵？公道自在人心。

鄭泳舜 立法會議員
去年 2 月香港少女在台灣不
幸被害，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
沒有移交逃犯的安排，事件距
今逾一年，逃回香港的疑兇仍
然逍遙法外。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絕
對是正視法律缺陷、填補漏洞的負責任做法，
立法會早前首讀及二讀該條例的修訂，筆者期
望立法會能在合理時間內審議通過修例，還受
害者一個遲來的公道。
《逃犯條例》修訂方案自提出以來，引起社
會廣泛爭論，但理性討論的聲音往往被忽視，
坊間充斥着各種上綱上線的陰謀論，例如反對
派反對今次修例涵蓋與中國內地進行移交逃犯
的機制，聲稱內地政府可隨意以各種罪名，要
求港府移交政治犯，企圖將政府堵塞法律漏洞
的措施政治化。我們需要平心靜氣、務實看待
有關議題。
事實上，政府在修訂條文時已保留多重人權
保障。根據原有條文，涉及政治、種族、宗教
罪行的逃犯不能移交；要符合「雙重犯罪」原
則，即必須是香港和提出要求方都屬於刑事罪
行才可啟動移交；會對有關人士執行死刑的不
移交等。
更重要的是，移交逃犯申請由法庭把關，首
先法庭如認為個案違反條例中任何一項人權保障或
證據不足，法庭會拒絕批准申請；其次，涉案人在
聆訊期間，有權提出抗辯理由，並可申請人身保
護令或上訴至終審法院。我們應該對本港的司
法制度有信心，信任法官憑借專業和操守，會
作出公平公正的裁決，市民毋須過度擔心。
對於公眾提出的關注，政府早前亦作出回
應，包括提高可移交罪行的門檻，只處理可判
監超過三年以上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另
外也刪去九類涉及個人及商業活動的罪類，筆
者期望立法會在審議條例的過程中，能夠務實
聚焦討論，當局亦要仔細聆聽各方意見。
互相移交罪犯，共同打擊犯罪，是國際社會的共
同責任，但香港回歸21年來，只與20個海外司法
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議，遠遠落後於其他地
區。以中國內地為例，截至去年 10 月，內地
已與法國、意大利等 55 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
約，和台灣亦訂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香港必須與國際社會接軌，完善
移交逃犯的制度，避免成為逃犯的天堂。

